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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记者 舒
静 秦交锋 赵文君）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民生新举措令人关注。在“十四
五”开局之年，“民生清单”既强调纾困
兜底，又强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诸多百姓生活的热点、
焦点、难点，都在“民生清单”里得到正
面回应。

就业：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
业予以政策支持，加快推进职业
伤害保障试点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就业政
策，一是聚焦稳岗位：对不裁员少裁员
的企业，继续给予必要的财税、金融等
政策支持。二是拓渠道：拓宽市场化
就业渠道。三是提质量：实施提升就
业服务质量工程；完成职业技能提升
和高职扩招三年行动目标。

此外，随着零工市场不断扩大，外
卖骑手、货车司机等劳动者的保障问
题，屡屡成为新闻热点；报告对相关问
题予以关注，提出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
业形态，加快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一重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明忠对于国家投入

“真金白银”的就业补贴有切身体会：
“在政策鼓励下，我们吸纳应届毕业大
学生和技校毕业生较往年有明显提
高，去年实现营收增长45.8%，稳住企
业就是保住了就业。”

生态环境：加强细颗粒物和
臭氧协同控制，北方地区清洁取
暖率达到70%

报告提出继续加大生态环境治理
力度，加强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
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达到70%。报告
还提出，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
动方案，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

此外，继续严禁洋垃圾入境，推动
快递包装绿色转型，加强危险废物医疗
废物收集处理，落实长江十年禁渔。

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生态环境
厅副厅长潘碧灵表示，这些举措将倒
逼企业生产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的改
变。全国政协委员、正泰集团董事长
南存辉说，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
作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对企业而言，
既是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高质
量发展新机遇。

教育：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
保障机制，更好解决进城务工人
员子女就学问题

追求更公平、更高质量是报告提
出的教育发展理念。“努力让广大学生
健康快乐成长，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
彩的机会”等提法引发代表委员热议。

报告提出，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健全教师工资
保障长效机制，改善乡村教师待遇。

此外，对于不同教育阶段透露了
新的政策导向：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
保障机制，鼓励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
发展，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在教育公平上迈出更大步伐，更
好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
高校招生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
区倾斜力度。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科技大学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冯丹说，报
告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
念，对于当前浮躁和急功近利的教育
弊病，进行了充分反思和建设性制度
设计。

医疗：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
助再增30元，提升县级医疗服务
能力

针对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报告
提出，健全公共卫生应急处置和物资
保障体系，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扩
大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试点，提升县级医疗服务能力，居民医
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
补助标准分别再增加30元和5元。

报告还提出，更好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坚持常态化防控和

局部应急处置有机结合，有序推进疫
苗研制和免费接种。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第一人民
医院院长蒋立虹表示，随着医保资金

“池子里的水”不断增多，希望作出更
多政策安排，让老百姓享受更多医保
待遇；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规范
发展，扩大优质医疗资源服务范围，促
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应对老龄化：未来5年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率提高到95%，逐
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报告在概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
务中提出，人均预期寿命再提高1岁，
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基本养老保
险参保率提高到 95%。今年，提高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推进养老保险全
国统筹，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针对老年人生活中的诸多不便，
报告还具体提出，推进智能化服务要
适应老年人需求，并做到不让智能工
具给老年人日常生活造成障碍。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红河哈尼
族彝族自治州民政局局长邓进秀表
示，应对“银发潮”，除了传统的居家、
社区、机构养老，还应推广家庭养老床
位新模式、发展“养老+”新业态等，给
老年人提供更多可及的“身边、床边、
周边”养老服务。

消费：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
加快电商、快递进农村

报告提出多项拉动消费的举措。
除强调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报告还
提出健全城乡流通体系，运用好“互联
网+”等政策重点，比如加快电商、快
递进农村，扩大县乡消费；稳定增加汽
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取消对二手车交
易不合理限制，增加停车场、充电桩、
换电站等设施。报告还提出，引导平台
企业合理降低商户服务费。

“稳定和扩大消费，有利于充分
持久释放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潜力，带
动国内大循环全面畅通。”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
立群说。

住房：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
出问题，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缓
解住房困难

报告提出“疏堵结合”的措施：一
方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定位，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另一方面提出，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
出问题，通过增加土地供应、安排专项
资金、集中建设等办法，切实增加保障
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规
范发展长租房市场，降低租赁住房税
费负担，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民、青年
人等缓解住房困难。

报告还提出，新开工改造城镇老
旧小区5.3万个。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
学部副主任王小广说，上述举措表
明，“房住不炒”的政策信号十分明
确，同时调控政策更加趋向目标精
准、措施有力。

乡村振兴：确保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
防止“非粮化”

报告对于“三农”工作重心如何
转移、如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作
出明确部署。报告提出，对脱贫县从
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保持主
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确保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

报告还提出，加强种质资源保护
利用和优良品种选育推广，坚决遏制
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此
外，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
比例；保障农产品市场供应和价格基
本稳定；启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五年行动。

“脱贫只是新起点，巩固成果需
要扶上马送一程。要尽快发展乡村产
业，巩固脱贫成果。”来自宁夏吴忠
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玉池村的马慧娟
代表说。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记者王雨萧 申铖）制
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00%、小规
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10万元提高到
15万元……5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
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助力企业减负又有好消息传来！

报告指出，延续执行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75%政策，将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00%，
用税收优惠机制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着力推动
企业以创新引领发展。

“2014年以来，企业共投入研发经费4800余万
元，叠加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等优惠共2300余万元。”全国人大代表、合肥
荣事达电子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潘保春表示，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加力，将更好助
力企业创新发展。

2020 年，面对历史罕见的冲击，通过实施阶
段性大规模减税降费，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全年
为市场主体减负超过2.6万亿元，其中减免社保费

1.7万亿元。
全国人大代表、桂林市文艺演出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雷洪说，国家减税降费政策举措力度大、范围
广，去年企业取得的文艺表演收入全额免税，社保费
也大幅减免，为企业应对疫情冲击提供了极大支持。

“十四五”新开局，助力市场主体恢复元气、增强
活力，今年减税政策如何优化落实？

报告亮出了一系列举措：继续执行制度性减税
政策，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等部分阶段性
政策执行期限，实施新的结构性减税举措，对冲部分
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
点从月销售额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对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 100 万元的部
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叶青表示，一
系列减负举措体现了党和国家支持发展实体经济的
决心，关键要把政策及时落地、确保应享尽享，助力
市场主体青山常在、生机盎然。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记者 姜琳 丁小溪）“提
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写入5日提请审议的政府
工作报告，这意味着，今年我国基本养老金将实现

“17连涨”，它将和报告提出的一系列举措助力“老
有所养”。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人社厅一级巡视员张力
表示，养老金是老年人生活最基本的保障，从2005
年起连续17年上调基本养老金，充分彰显我们党执
政为民的理念。

当日提请审查的预算报告草案也提出，进一步
提高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至
4.5%, 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在去年中央财政收入有压力的情况下，依然提
高养老金待遇，居民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分别再增加30元和5元，党中央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不减反增，这是对民生的高
度重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
功成说，这也透露中央通过社保制度安排，加大再分
配力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明显信号。

针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张力建议，尽快实
施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以破解不同省份养老待遇差
距和社保转移接续等问题，并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待遇正常调整机制，让居民养老金随着收入增长、
物价变动等及时调整。

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促进医养康养相结合、稳
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发展社区养老等多
项措施，让老年人生活更有质量。

“十四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预计超过3亿人，
从轻度老龄化进入到中度老龄化阶段。

“这将是本世纪我国的基本国情。应巩固完善
养老金制度，加快基本养老服务发展步伐和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建设，为老年人安享晚年提供更加全面、
更加可靠的保障。”郑功成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
宏建议，加快推动智能设备进社区，拓展和深化智
慧养老服务，用科技让老年人的生活更简单、更幸
福。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记者胡璐 姜琳） 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农科院副院长万建民4日在全国
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上说，我国
正在加紧建设国家作物种质资源库。新的种质库今
年建成后可保存150万份种质资源，保存能力将位
居世界第一。

对于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讲，保障粮食安全
是一个永恒的课题，而种子安全是关键。万建民委
员说，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6年稳定在1.3万亿斤
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已经稳定在470公斤左右，高
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特别是作为口
粮的稻谷和小麦，多年更是产大于需。

“这些年我国粮食绝对够吃，但粮食安全的弦任
何时候都不能放松。”他表示，要让国人吃饱吃好，一
靠政策，二靠科技。经过“十三五”育种科技攻关，农作
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6%以上，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
超过95%。可以说，“中国粮”主要用上了“中国种”。

万建民委员同时表示，虽然总体上我国农业生
产用种安全有保障、风险可控，但在一些品种、环
节和领域还存在短板和弱项。为此，中央及时部署
打好种业翻身仗，通过保护种质资源、加强种业核
心关键技术攻关、对优势企业予以重点扶持、发展
现代化农作物制种基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举措
强化粮食安全。

基本养老金“17连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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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家作物种质资源库将于今年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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